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1年度「新一代農業菁英培育暨合作計畫」說明會議 

各場次日期與領域類別 

日期 場次 說明會議簡報領域類別 

10/25 第一場次 
作物育種類(14 位簡報) 

(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臺中區農業改良

場、種苗改良繁殖場、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10/26 第二場次 

產銷技術類(13 位簡報)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茶業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農業試驗所、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臺南區農業改良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臺

東區農業改良場) 

10/27 第三場次 
植物保護類、智慧農業類(14 位簡報)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農業試驗所、藥物毒物試

驗所、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10/29 第四場次 
加工加值類、畜產類、漁業類(12 位簡報) 

(水產試驗所、畜產試驗所、苗栗區農業改良場、農業試驗所、花

蓮區農業改良場、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一、 本會重要政策推動所涉技術研發，亦列為優先重點合作範圍，包

括：採後處理、冷鏈、農業機械、循環農業、因應氣候變遷等，

本會所屬試驗機構雖尚未提出對應研發議題，請各新進教師可聯

繫各試驗機構窗口協助引薦專家，尋求合作議題後提出計畫。 

二、 各試驗機構聯繫窗口資訊如附件。 

  



第一場次：10 月 25 日 

時間 議程 說明 

14:00~14:15 會議致詞 由科技處長官致詞 
14:15~14:30 計畫申請說明 包含︰計畫源由、申請資格、研究重點、徵求項目與審查重點。 

14:30~15:45 農委會所屬試驗

機構同仁簡報 

一、簡報日期與領域類別如下︰ 
10/25  作物育種類 
10/26 產銷技術類 
10/27 植物保護類、智慧農業類 
10/29 加工加值類、畜產類、漁業類 

二、每位研究人員報告時間 5 分鐘，簡報內容以擬合作解決之

問題與研究需求為主。 
三、補充，以上本會所屬試驗改良機關簡報未提及項目，諸如，

採後處理、冷鏈、農業機械、循環農業、因應氣候變遷等

相關合作研究，亦為本會優先重點合作項目，請各新進教

師亦可踴躍投件。 
15:45~16:10 討論會議 就所屬試驗改良機關相關研究人員簡報內容進行交換意見。 
16:10~16:20 休息  

16:20~16:50 

新進教師合作計

畫之計畫申請說

明與撰寫說明與

注意事項 

包含︰計畫研提內容常發生誤植事項解說、計畫核定、簽約注

意事項。 

16:50~ 會議結束  

參與簡報研究人員名單 
日期 場次 領域 試驗機構 研究人員 

10/25 第一場 
作物 
育種 

農業試驗所 杜元凱 
農業試驗所 曹進義 
農業試驗所 王維晨 
農業試驗所 李長沛 
農業試驗所 李瑋崧 
農業試驗所 洪子桓 
林業試驗所 吳家禎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黃啟俊 
種苗改良繁殖場 張惠如 
種苗改良繁殖場 李美娟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許嘉錦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楊雅淨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林禎祥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馮永富 

  



第二場次：10 月 26 日 

時間 議程 說明 

14:00~14:15 計畫申請說明 
包含︰計畫源由、申請資格、研究重點、徵求項目與審查重

點。 

14:15~15:25 
農委會所屬試驗

機構同仁簡報 

一、簡報日期與領域類別如下︰ 
10/25 作物育種類 
10/26 產銷技術類 
10/27 植物保護類、智慧農業類 
10/29 加工加值類、畜產類、漁業類 

二、每位研究人員報告時間 5 分鐘，簡報內容以擬合作解決

之問題與研究需求為主。 
三、補充，以上本會所屬試驗改良機關簡報未提及項目，諸

如，採後處理、冷鏈、農業機械、循環農業、因應氣候

變遷等相關合作研究，亦為本會優先重點合作項目，請

各新進教師亦可踴躍投件。 
15:25~15:50 討論會議 就所屬試驗改良機關相關研究人員簡報內容進行交換意見。 
15:50~16:00 休息  

16:00~16:30 

新進教師合作計

畫之計畫申請說

明與撰寫說明與

注意事項 

包含︰計畫研提內容常發生誤植事項解說、計畫核定、簽約

注意事項。 

16:30~ 會議結束  

參與簡報研究人員名單 
日期 場次 領域 試驗機構 研究人員 

10/26 第二場 產銷技術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李睿家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徐子芳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王誌偉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張元聰 

農業試驗所 陳涵葳 
農業試驗所 吳東鴻 
農業試驗所 徐敏記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郭雅紋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陳俊位 
種苗改良繁殖場 張珈錡 
茶業改良場 林秀橤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楊志維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葉志新 

  



第三場次：10 月 27 日 

時間 議程 說明 

14:00~14:15 計畫申請說明 
包含︰計畫源由、申請資格、研究重點、徵求項目與審查

重點。 

14:15~15:30 農委會所屬試驗

機構同仁簡報 

一、簡報日期與領域類別如下︰ 
10/25 作物育種類 
1026 產銷技術類 
10/27 植物保護類、智慧農業類 
10/29 加工加值類、畜產類、漁業類 

二、每位研究人員報告時間 5 分鐘，簡報內容以擬合作解

決之問題與研究需求為主。 
三、補充，以上本會所屬試驗改良機關簡報未提及項目，

諸如，採後處理、冷鏈、農業機械、循環農業、因應氣

候變遷等相關合作研究，亦為本會優先重點合作項目，

請各新進教師亦可踴躍投件。 
15:30~15:55 討論會議 就所屬試驗改良機關相關研究人員簡報內容進行交換意見。 
15:55~16:05 休息  

16:05~16:35 

新進教師合作計

畫之計畫申請說

明與撰寫說明與

注意事項 

包含︰計畫研提內容常發生誤植事項解說、計畫核定、簽約

注意事項。 

16:35~ 會議結束  

參與簡報研究人員名單 
日期 場次 領域 試驗機構 研究人員 

10/27 第三場 

植物保護 

農業試驗所 游舜期 
農業試驗所 林素禎 

藥物毒物試驗所 梁瑩如 
藥物毒物試驗所 蘇秋竹；梁瑩如 
種苗改良繁殖場 邱燕欣 
種苗改良繁殖場 蘇士閔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陳巧燕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郭明池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陳盈丞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陳泰元 

智慧農業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王志瑋 
農業試驗所 曾祥恩 
林業試驗所 黃曜謀 
林業試驗所 蕭明堂 

  



第四場次：10 月 29 日 

時間 議程 說明 

14:30~14:45 計畫申請說明 
包含︰計畫源由、申請資格、研究重點、徵求項目與審查

重點。 

14:45~15:50 農委會所屬試驗

機構同仁簡報 

一、簡報日期與領域類別如下︰ 
10/25 作物育種類 
10/26 產銷技術類 
10/27 植物保護類、智慧農業類 
10/29 加工加值類、畜產類、漁業類 

二、每位研究人員報告時間 5 分鐘，簡報內容以擬合作解

決之問題與研究需求為主。 
三、補充，以上本會所屬試驗改良機關簡報未提及項目，

諸如，採後處理、冷鏈、農業機械、循環農業、因應

氣候變遷等相關合作研究，亦為本會優先重點合作項

目，請各新進教師亦可踴躍投件。 

15:50~16:15 討論會議 
就所屬試驗改良機關相關研究人員簡報內容進行交換意

見。 
16:15~16:25 休息  

16:25~16:55 

新進教師合作計

畫之計畫申請說

明與撰寫說明與

注意事項 

包含︰計畫研提內容常發生誤植事項解說、計畫核定、簽

約注意事項。 

16:55~ 會議結束  

參與簡報研究人員名單 
日期 場次 領域 試驗機構 研究人員 

10/29 第四場 

加工加值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邱淑媛 
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陳筱鈞 

農業試驗所 劉威廷 
畜產試驗所 陳文賢 

畜產 

畜產試驗所 林幼君 
畜產試驗所 鄭智翔 
畜產試驗所 梁筱梅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徐培修 

漁業 

水產試驗所 陳高松 
水產試驗所 賴繼昌 
水產試驗所 楊一男 
水產試驗所 何珈欣；鄭力綺 

  



附件、各試驗機構聯繫窗口資訊 

機關名稱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E-mail 

農試所 楊于萱 助理研究員 04-23317452 yuhsuan@tari.gov.tw 

林試所 歐書寰 助理研究員 02-23039978#3881 shou@tfri.gov.tw 

水試所 陳高松 副研究員 02-24622101#2519 kschen@mail.tfrin.gov.tw 

畜試所 陳翠妙 研究員 06-5911211#2010 tmchen@mail.tlri.gov.tw 

畜衛所 張仁杰 研究員 02-26212111#183 jcchang@mail.nvri.gov.tw 

藥毒所 郭嬌紋 助理 04-23302101#128 linda@tactri.gov.tw 

桃園場 李阿嬌 研究員 03-4768216#106 antjelee@tydais.gov.tw 

苗栗場 鍾國雄 研究員 037-222111#202 cks@mdais.gov.tw 

台中場 廖宜倫 副研究員 04-8523101#231 liaoyl@tdais.gov.tw 

台南場 黃惠琳 研究員 06-5912901#105 julia@mail.tndais.gov.tw 

高雄場 賴榮茂 副研究員 08-7746707 jmlai@mail.kdais.gov.tw 

花蓮場 陳季呈 研究員 03-8521108#1200 cheng@hdares.gov.tw 

台東場 蘇炳鐸 研究員 089-325110#200 600@mail.ttdares.gov.tw 

茶改場 史瓊月 研究員 03-4824716#266 moon@ttes.gov.tw 

種苗場 郭孄婷 副研究員 04-25825461 KLT@tss.gov.tw 

特生中心 許哲維 研究助理 049-2761331#165 bet0806@tesri.gov.tw 

 

 

mailto:tmchen@mail.tlri.gov.tw
mailto:886-2-26801841
mailto:jmlai@mail.kdais.gov.tw

